
核心服務



教師工作坊

面對多元化的出路資訊及大量學生的輔導需求，校內升學

輔導工作顯得更為重要。學生輔導中心繼續歷年多元化的

輔導服務，於2015年6月22及23日舉辦「教師工作坊」，

吸引超過680位老師參與。讓各中六相關教師、班主任及

升學輔導主任了解現今多元升學出路選擇、聯招排序改選

策略及掌握輔導技巧，推動校內升學輔導工作的發展，以

擴大輔導服務受眾。

　　學友社發展升學輔導至今已逾三十年，致力為青年學
生提供學業及升學出路等輔導服務，廣受家長、學生及學
校稱譽。學生輔導中心亦於 1991 年成立，與學生並肩前
行，解決成長路上遇到的困難與挑戰。

大學聯招講座

為協助中六同學了解「大學聯合招生辦法」及各大學院系資

料，學生輔導中心於2014年10月9日舉辦三場「大學聯招

講座」，服務近4,000人次。講座內容包括聯招選科策略、

入學面試技巧、內地及臺灣升學資訊，並邀得13所大專院

校代表即場解答提問。同場亦邀得四個核心科目的資深教

育工作者教授學習及應試技巧。

出路及放榜輔導

自八十年代起，學友社創辦多項學生輔導服務，包括大型講座、輔導熱
線及工作坊等，服務涵蓋大學選科策略、出路抉擇、情緒輔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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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榜輔導熱線2503 3399
（香港電訊贊助）

「放榜輔導熱線」自1982年創辦，為

應付日漸上升的需求，近年積極擴大

規模︰增加服務日數、擴充輔導員人

手編制，加強培訓輔導員等。本年度

於2015年7月10至19日及8月8至14

日期間（共17日，放榜前夕7月14至

15日通宵服務）設立38條「放榜輔導

熱線」，共接獲約4,000個求助個案，

為來電者提供最新出路資訊、聯招改

選諮詢、情緒及意向輔導。

即場面談諮詢

學生輔導中心於文憑試及聯招放榜期

間設有面談輔導服務，由註冊社工或

受訓輔導員為有需要學生及家長提供

情緒及意向輔導。

升學就業資料中心

學生輔導中心內設升學就業資料中

心將提供本地及海外升學、職業進

修等多方面的最新資訊。

大中華升學輔導

有見香港學生對內地及臺灣升學資訊需求日益增加，學友社近年積極開展大中

華升學輔導服務，包括︰承辦教育局《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指

南》、協助「免試收生計劃」確認報名工作、出席兩地高等教育升學講座、籌辦大

中華考察團等，致力為同學開拓多元升學出路。

文憑試放榜講座

每逢放榜前，學生輔導中心均舉辦

「文憑試放榜講座」，為同學剖析大學

聯招排序改選策略、講解聯招以外升

學途徑、放榜準備及面試技巧等實用

資訊，舒緩放榜帶來的壓力。講座於

2015年7月12日舉行，吸引近300名

學生及家長到場。講座現場設有輔導

攤位，由受訓輔導員提供升學或就業

出路意向及情緒輔導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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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支援
為舒緩公開試為學生帶來的壓力，學友社近年舉辦模擬文憑試、
復辦課餘進修班，並與香港電台合辦電台節目，全方位支援學生
備戰文憑試。

香港模擬文憑試 

為了讓考生熟習公開試場實況及評核自身水平，減低臨場

應試及備試時的不安，學友社於2011年起舉辦「香港模擬

文憑試」，提供四個核心應考科目。今屆於2014年11月22

及29日舉辦四場模擬文憑試，試場增設至全港23個，共吸

引18,795人次應考。

本社招募199名科任教師參與出題及評卷工作，以確保模

擬試題題目及評核結果能達公開試標準。為營造公開試試

場實況與氣氛，本社在試場安排、試題擬定，以至監考規

則，均作出嚴謹安排；考試場地分布全港，方便各區學生

參與；考核內容及格式、考試規則均貼近公開試而設，讓

學生熟習應試實況；由日校老師擔任試場主任，讓學生了

解考試規則及細節。

試題分析影片

作為模擬文憑試的配套，本社為模擬文憑試考生提供「試題

分析影片」，邀得模擬試的擬題教師，深入淺出分析模擬試

題及展示示範答題，協助考生明白考核重點，掌握答題及

應試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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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模擬文憑試試題專輯

為滿足眾多未能參與「香港模擬文憑試」的學生的需求，本

社每年出版《香港模擬文憑試試題專輯及考試報告》（包括

四個模擬試設考科目），輯錄該年度模擬試之試題，並詳列

評卷參考及考生表現，公開向全港中學及文憑試考生發售。

電台節目「奮發時刻 DSE」 （與香港電台聯合製作）
學友社於2012年12月起，與香港電台文教組合辦為高中生而設的廣播節目「奮

發時刻 DSE」。節目逢星期二晚上9時至10時播出，環繞考生所關注的議題作討

論。本年度新增「生涯規劃系列 –– 職業博覽」及「文憑試成績優異生專訪」環

節，以提供更多元的出路及備試資訊。節目年內邀得85位嘉賓參與，包括考評

局秘書長、行業專業團體代表及科任老師，以及15所中學及24所大專院校派代

表參與。

文憑試進修班
憑藉過往十多年舉辦公開試補習班的經驗，本社於2012年復辦「進修班」，以

低廉的收費，提供高質素的課餘補習服務，務求全面照顧考生需要。本年度於

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期間，開設12班，涵蓋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

（必修部分）及通識教育等四個核心科目，提供課程共24節，服務人次合共逾

6,700人，並有55間中學參與學生推薦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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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回應社會需求，學生輔導中心近年積極優化服務內容及模式，加強服務的
深度及廣度，以提供更適切的服務。

恆常支援服務

學生專線2503 3399（香港電訊贊助）

 自1995年起，學生輔導中心創立「學生專線」恆

常電話輔導服務，多年來獲香港電訊贊助電話線

路，於逢星期一、三及五，晚上7時至9時為中

小學生、家長及公眾提供升學資訊、出路抉擇、

情緒輔導及生涯規劃等諮詢服務。本年度受訓及

通過考核的輔導員有69人，加上組長及督導28

人，共同應付龐大的需求。全年接獲1,345個求

助個案。

「學友所承．校本輔導大使」計劃

現時升學輔導資訊五花八門、日新月異，及

早進行升學輔導和生涯規劃對同學顯得更為

重要。因此，學生輔導中心於2011年首辦

「學友所承．校本輔導大使」計劃，培訓中學

生成為校內升學輔導大使，以校本及朋輩服

務模式，協助校內的同學面對升學疑難，讓

服務受眾得以擴大。

本計劃於每年6月至翌年6月舉行，今年共

有來自20所中學，135名學生參加，接受

升學資訊、情緒輔導技巧、活動程序設計及

青少年心理發展等的訓練。活動訓練課程在

2014年10至11月舉行，包括多堂培訓課、

日營及重溫日活動。2014年12月至2015年

4月期間，同學在督導協助下，運用學習到

的知識及技能，於校內推行校本輔導服務，

達致「學有所承」的理念。

本計劃於2015年7月4日舉辦嘉許禮，以表

揚表現優異及積極參與的學校及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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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接觸更多學生及家長，學友社每年參與多個大型展覽及講座，於場內設置
諮詢攤位及擔任講者。

參與外界大型展覽及講座

貿發局教育及職業博覽

學生輔導中心連續5年獲香港貿發局邀請，於2015年2月5至8日的「教育及職業博覽」場內設置升學輔導攤位，並派出社

工及輔導員為學生及家長提供即場面談諮詢服務，解答升學及出路疑難。同場，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先生受邀擔

任講座嘉賓，為在場人士講解文憑試升學及多元出路資訊。

求職廣場一系列講座

學生輔導中心應星島集團求職廣場

（JobMarket）邀請，於2015年5至6

月期間，由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

寶城先生及本社社工余淑芬姑娘擔任

其一系列升學資訊講座之嘉賓講者，

講解升學面試技巧、文憑試多元升學

出路及文憑試放榜準備等資訊。

教育局
「免試收生計劃」講座

學友社獲教育局邀請，於2015年3月

9及12日 派 出 統 籌 主 任（學 校 服 務）

許雅影姑娘出席「內地部分高等院校

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講座，為同

學、家長及教師講解內地升學注意事

項及填選志願策略。

教育局多元出路資訊 SHOW

學生輔導中心本年再獲教育局邀請，

於2015年5月9至10日參與「多元出

路資訊 SHOW 2015」，於場內設置升

學輔導攤位，即場為在場人士提供面

談諮詢服務及升學資訊。

DBC 數碼電台校園台
「文憑試放榜講座」

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先生受

邀擔任 DBC 數碼電台校園台於2015

年7月2日舉辦之「文憑試放榜講座」

主講嘉賓之一，講解本地升學概況及

多元出路資訊，讓同學及家長為文憑

試放榜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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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友社於 2005 年成立潛能發展中心，致力推動青少年
成長及身心發展，裝備他們成為明日社會的領袖人才。本
年度創辦第三個大型活動「V-ACT 深水埗區優秀義工培訓
計劃」，推廣區內義工文化，培育青年的全人發展。

潛能發展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自2004年舉辦以來，備受學界肯定，歷年累計超過3,000名學生參
選。選舉計劃以「唔止選舉咁簡單 More than you think」為口號，旨在培養一群具志向及
有能力為香港未來領航的人才。透過三輪評核選出最後30名準學生領袖，參加社會領袖
培訓課程，當中包括自主的社區實踐計劃、工作坊、交流團等項目。最終於第四輪評核
邀請外界評審，選出10名年度傑出中學生領袖，以及20名中學生領袖。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

「百家懷布暖流浪」社區實踐計劃

每屆活動均帶領參加者走進社區，並親身策

劃及落實一項社會實踐計劃以回饋社會。本

年度的中學生領袖親身探訪無家流浪者後，

了解其生活狀況，於是自發舉辦「百家懷布

暖流浪」計劃。過程中學生領袖積極聯繫各

區中學及非牟利機構，收集衣物和碎布，並

親手縫製布製品贈予無家者，送上溫暖。此

計劃亦獲媒體報導，備受好評。

2014-15年度選舉除繼續邀得多所大專院校

校長及副校長擔任名譽顧問及嘉賓評審，亦

邀得教育局成為支持機構，吸引超過350名

來自124間學校的學生參與為期7個月的選

舉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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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暨頒獎典禮

本選舉於2015年5月16日舉行閉幕暨頒

獎典禮，邀得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

擔任主禮嘉賓，並頒發獎項予10名年度

「傑出中學生領袖」，藉以表揚他們在領導

才能、學業表現等方面的優秀表現。

活動為期逾四個月，包括工作坊、訓練營、義工服務培訓等，並須自行籌備及舉辦社區服務。社區服務

內容包括：露宿者探訪、為南亞裔小朋友提供功課輔導服務以及獨居長者探訪等，服務人次共3,000人。

本計劃獲新創建集團贊助，並與其義工隊合作籌備義工服務，有助建構區內的青年義工網絡、推廣義

工文化、建立社區資本，達致社區互助及舒緩社區問題。新創建義工與同學共同參與活動，令雙方有

更多交流分享機會，新創建義工的分享對同學產生正面積極的作用。

為鼓勵青少年投入區內義務工作，建立社區互助，學友社於今年首辦 V-ACT 深水埗區優
秀義工培訓計劃。透過「體驗式學習」，讓來自５間深水埗區學校，共17名區內中學生有
更多機會探索社區的人與事、物與情。

V-ACT 深水埗區優秀義工培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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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領航者計劃自2005年起舉辦，歷屆計劃共吸引逾200所中學參與，總活動參加人次
超過3,200人。計劃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軸，以「不同崗位上發揮正面影
響力」為核心，在暑假期間培養年青人的領袖才能。本計劃分為「領航長培訓課程」及「優
秀領航員挑戰賽」兩部分，對象分別為應屆中六畢業生及中二至中五學生。

明日領航者計劃

領航長培訓課程

領航長培訓課程以「體驗學習法」為基礎，讓參加者透過親

身經歷，深入體會所學；配以經驗豐富的導師帶領討論及

進行活動解說，令學生作進一步反思。本計劃提供逾250

小時訓練時數的課程及活動，從三大層面反思：個人—挑

戰自我，建立自信；社會—關心社會，勇於承擔；國家—

探討國情，身份認同。計劃強調每人均可發揮正面的影響

力，希望參加者從自身出發、關心社會、認識國家，裝備

成香港明日的領航者。

今年取錄48名應屆中六學生，於5至8月期間接受一系列

的培訓。為加強學員的體驗，社會實習計劃的機構除地區

辦事處外，亦有不同類型的社福機構，有助拓闊參加者的

視野。

活　　動 日　　期 內　　容

領航長誓師典禮 2015年5月30日 在嘉賓的見證下，領航長培訓課程正式展開

個人層面

修身工作坊（三節）
2015年5月30日、
6月6日及7月4日

自我認識訓練、體驗團隊合作、歷奇訓練活動

「露」「宿」訓練營 2015年6月12至15日
體驗野外活動、掌握野外活動知識、自我認識、
學習有效溝通技巧

社會層面

齊家工作坊（兩節）
2015年6月20日及

7月25日
探討本港社會議題，訓練批判及分析能力

社會透視 [ 社區實習計劃 ]
2015年6月21日 至 

8月1日
於不同機構及所在社區進行社會實習體驗計劃，
了解及體驗社會實況

社會透視 [ 視障 ／殘疾人士體驗 ] 2015年6月25日 參觀黑暗中對話體驗館，體驗視障人士的困難及需要。
社會透視 [ 多元文化體驗 ] 2015年6月27日 到訪印度教墳場、錫克廟，了解少數族裔的風俗習慣

社會透視 [ 老人體驗 ] 2015年7月21日
透過不同裝備及環境，模擬老人的身體機能狀況，
親身體驗老人的生活

社會透視 [ 嚐貧身體驗 ] 2015年7月28至29日 探訪露宿者及不同社群，親身體驗其生活

國家層面

治國工作坊（兩節）
2015年6月27日及

8月1日
認識中國國情及熱門議題

國情交流團 2015年7月6至12日
前往內地親身了解國家的發展，以及與內地大學生交流互
動，探討國內生活文化

本屆計劃繼續獲得外界支持，包括獲公民教育委員會贊助、邀得11間地區辦事處及社福機構成為實習機構。「優秀領航員

挑戰賽－ CityRun 城市定向」繼續與香港野外定向總會及同社合作；「領航長培訓課程－國家系列」的交流團項目中與四川

之友合作，合辦四川成都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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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領航員挑戰賽

優秀領航員挑戰賽分為初中組（中二、中三）及高中組（中四、中

五），今年共得來自31間學校，超過210個參賽者組成41隊參賽。

比賽項目包括「CityRun」城市定向比賽及「家」「國」問答比賽。

活　　動 日　　期 內　　容

明日領航者計劃2015開幕禮 
暨 優秀領航員挑戰賽訓練坊

2015年7月26日
提升組員個人潛能及
建立團隊精神

CityRun 城巿定向比賽 2015年8月2日
以定向比賽形式認識
香港

「家」「國」問答比賽 2015年8月8日
以問答比賽形式加深
同學對香港與國家的
認識

明日領航者計劃2015閉幕禮 
暨 優秀領航員挑戰賽決賽

2015年8月22日
進行決賽及頒發獎項
予各得獎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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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介入點　多元化活動

本社提供一系列整全生涯規劃服務，

以四大方向︰「知己」、「知彼」、「抉

擇及部署」及「行動與反思」著手，透

過講座、工作坊、大型模擬放榜及模

擬人生活動等等，多方向引領學生認

清自身、了解客觀環境，繼而部署將

來，並付諸行動。

民政事務局
「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

本社於本年度成功獲民政事務局「青

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資助，為

13 所伙伴中學的初中及高中學生、

家長及教師提供生涯規劃服務，並於

2014 至 16 學年全面展開。

服務覆蓋逾四成學校

本年度服務共181間中學及10所機構，

包括近300場講座、184場工作坊、18

埸 職 場 參 觀 等 等，服 務 共77,193人

次。

商界合作「啟夢伙伴」

本社於2015年首辦「啟夢伙伴」－生

涯規劃合作計劃，邀得20間企業及機

構參加，於2015/16學年內，為中學

生提供職場實地考察或「職場影子」體

驗機會，讓青年更了解最新的行業概

況，及早規劃出個人生涯規劃的進程

表。

到校服務－升學輔導及生涯規劃
　　學友社憑著豐富的培育青年及學生輔導工作經驗，致力推行中學生生涯規劃
教育，到校服務以講座、工作坊、參觀及大型活動等形式，協助同學在升學輔
導、事業發展以至生涯規劃等方面作充分準備。此外，本社亦為家長、教師及社
工提供輔導技巧及最新升學資訊等課程，以更有效支援學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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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友社積極拓展各種到校個人成長、歷奇訓練、領袖及團隊培訓等到校服
務，按中小學需要及參加者程度量身訂制各種活動。本年度為 10 所中小學提供服
務，服務 1,300 人次。

小學課程

強調於遊戲及歷奇活動中，建立關愛

尊重及團隊意識，並提升學生的溝通

及解難能力。主題包括：

• 玩出好品格

• 玩出好團隊

• 溝通無難度

• 歷奇小領袖

中學課程

透過歷奇、體驗教育活動，以及校內

活動策劃管理工作坊，建立團體協

調、溝通及領導技巧，幫助學生幹

事、風紀等校內領袖於校內舉辦活動

及領導團體。主題包括：

• 團隊挑戰歷奇日營

• 領袖體驗教室

• 校內活動管理工作坊

• D.I.S.C 四型人格體驗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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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友社於 2005 年成立通識教育部，至 2011 年改組為公
民視域，將焦點從通識教育擴展至公民教育，以提倡世界公
民概念，反思身處全球化社會下，香港、國家與國際之間的
互動；著重參加者知識上的提升，啟發他們對社會現象的反
思；鼓勵多元思考，跳出既定的思想框框。

公民教育

「千編細選」候選新聞初選

為了讓選舉結果更準確反映中學生的想法，本選舉設有「候選新聞初選」機制。參與初選的學校在校內成立由學生籌委會，

選出他們認為本年度較具代表性的三十則新聞，撰寫新聞簡介，並於校內邀請高中及初中各兩班同學參與初選投票。

初選活動設有工作坊，讓學生透過組織校內新聞選舉，學習籌備技巧，累積活動策劃經驗，並加強他們對香港、中國以及

國際社會各方面發展情況的認識，有助日後公民教育的推廣。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公民教育委員會贊助）

「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自1992年舉辦，旨在鼓勵中學生關心新聞時事，留意社會
事務；提高中學生對社會事務的參與；培養中學生分析技巧及批判能力；提高中學生對
國際局勢及社會政策的認知，以及 ; 加強中學生對社會情況的了解及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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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兩會實習採訪分享會

十大新聞總選

本屆選舉共有超過70,000名學生（來自118間中學）於新聞

總選中投票，選舉結果反映中學生關注的新聞涉及範疇廣

闊而且多元化。地域上，十大新聞包括本地、兩岸及國際

新聞；新聞類別上，政治議題如政制改革；社會議題如進

口食品來源；公共衛生事件如疫症及食物安全；空難意外

及名人新聞皆進入十大之列。 

新聞評述比賽、專題探究比賽

除了新聞選舉，本活動特設新聞評述比賽及專題探究比

賽，讓中學生深入分析時事議題，並訓練分析時事的批判

能力。兩項比賽共吸引了超過5,500名中學生參加，參賽作

品水準備受評審團讚賞。比賽設高中及初中級別，各有中、

英文組。

本年度專題探究比賽討論以網絡為主要傳播途徑的新聞媒

體如何影響大眾閱讀新聞的習慣。以加強中學生對新聞媒

介的認識及客觀分析的能力。

「媒人」計劃─傳媒教育大使培訓計劃

 自2011年，公民視域增設「『媒人』計劃─傳媒教育大使

培訓計劃」，旨在培訓大專生成為中學生與傳媒之間的「媒

人」，一同籌辦傳媒教育活動，帶動中學生關心香港和國際

發展，協助推動公民及通識教育。

出版年度資料冊

 每年的全港中學生十大新

聞選舉均受學界及社會的關

注，為此，本社繼續出版新

聞選舉的年度資料冊，刊載

是屆選舉活動，內容包括新

聞選舉結果及其簡介、比賽

得獎學生作品、活動花絮

等。

為讓年青人更了解記者採訪工作，以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時事議題，本社舉辦「全國兩會

實習採訪分享會」，由親身到北京採訪全國兩會的實習記者

分享採訪經驗，以及由青年記者視角反思國情。

兩會每年3月於北京舉行，為期一星期的會議為國家定下發

展方向，國內外媒體高度關注。本社於4月中，邀得曾參與

北京兩會採訪的公民視域幹事徐梓傑，向十多位社員作分

享。藉以讓社員了解本港傳媒行業工作性質，認識本港及

內地各地傳媒工作模式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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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友社自 1997 年成立大專部，秉承「培育青年」的
理念，致力透過活動探討大專生的定位和責任，與服務
對 象 建 立 同 行 者 關 係，互 相 學 習、彼 此 扶 持，一 同 成
長。大專部幹事會既服務青年，亦從實踐中成長。不但
累積籌辦活動的經驗，更認識自己，認清自己未來的路
向，並提升個人思考層次。

大專平台

拉闊大學自 1999 年起舉辦，「拉闊」由英文「Live」音譯而來，喻意為準大專生擴闊眼
界，打破固有觀念，拉近彼此之間距離。活動為即將面對公開試及大學聯招放榜的學生，
提供一個「不一樣的迎新營」，讓參加者率先體驗大學生活，掌握升學出路的資訊，選擇
最適合自己的前路。

拉闊大學 Live U

▲ 中大定向︰透過探索校園，收集故事線索，了解故事主角的升學抉擇，反思

既有對升學出路的刻板印象。

▲ 模擬放榜及模擬大專︰以攤位形式模

擬大學聯招放榜過程及大專生活首

兩年的時間，體驗在限制和機會中作

出取捨，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前路及模

式。

本年度拉闊大學以「Fill in Your Blanks」為主題，於2015年6月26至28日舉行三日兩夜大學體驗營，讓參加者初嘗面對選

擇與取捨的拉鋸、探索大專生在社會的定位、感受青春的揮霍與熱血、細聽過來人經驗分享。同時，期望活動過後籌委們

能與參加者們保持同行者關係，持續地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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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部與一眾大專生於2015年8月，深入兩個原住民部落──復興部落及鸞山部落，了
解各族群的文化、體驗原住民生活，理解台灣原住民所面對的社會變遷、讓參加者反思
自身生活模式及旅行心態。

走進部落－台灣原住民文化交流團

▲ 交流營由來自不同院校、學系、年級的大專生親身參與籌劃和帶領，提供各

大專院校的資訊及經驗分享。讓參加者可以接觸到多元出路資訊和大學生活

模式，了解各種放榜處境和升學抉擇，及早訂立目標，從而找尋適合自己的

路，邁向理想的天空。

▲ 以 木 頭 生 火，烹 煮 野 菜 料

理、削竹為筷、以月桃葉做

碗，並體驗族人的用餐文化。

▲ 在復興部落體驗原住民如何以簡單的大自然素材和一把

刀生活。

▲ 與族人互動，了解不同族群的文化與禮儀。

▲ 真人圖書館︰以小組互動形式，由大

專生分享升學前後的個人經驗和感

悟，讓參加者了解各種放榜處境、升

學選擇及大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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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友社積極籌辦多個考察交流團，給予社員幹事、學
生及教師深度體驗的機會。參加者走訪大小城鎮，在吃喝
玩樂以外，深入感受當地文化、拓寬視野、增進知識、反
思自我，體驗不一樣的深度之旅。

考察交流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計劃 - 
上海南京考察交流團

2015年3月31日 至4月7日，準 中 學

生領袖及工作人員一行32人前往上

海南京，希望透過與當地師生交流及

到訪各個景點，讓學生了解國情及反

思，提高國民身份認同，所到學校及

景點包括：南京東南大學、玄武湖、

明城牆、南京市規劃建設展覽館、總

統府、夫子廟、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

遇難同胞紀念館、中山陵、南京博物

院、蘇 州 博 物 館、拙 政 園、浦 西 外

灘、田子坊等。

明日領航者計劃 - 四川成都交流團

學友社潛能發展中心與四川之友為明日領航者計劃合辦四川成都交流團，於2015年7月6至12日，

讓36位領航長及工作人員，在認識國情之餘，能反思自身的定位。交流團所到學校及景點包括：錦

里、北川災區遺址、都江堰、青城山、洛帶古鎮、成都大熊貓繁殖基地、寬窄巷子等，並與四川長

江職業學院學生進行交流，加深了對中國文化特色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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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專線 – 澳門兩天考察交流團

為協助學生專線輔導員了解澳門的升學概況，學生輔導中

心於2015年4月11至12日，舉辦澳門兩天考察交流團，

到訪兩所澳門大專院校與學院代表交流，了解澳門升學途

徑、就讀概況與出路前景。交流團亦與當地升學輔導機構

進行座談會，交流學生輔導的經驗。

走進部落 - 台灣原住民文化交流團

大專部與一眾大專生於2015年8月，深入兩個原住民部落

──復興部落及鸞山部落，了解各族群的文化、體驗原住

民生活，理解台灣原住民所面對的社會變遷、讓參加者反

思自身生活模式及旅行心態。

大中華升學考察團

為讓學生、教師及家長了解多元升學出路，搜集相關資訊，本社於2014年11月至2015年6月期間，

組織16所中學逾400名本港師生，參訪內地、台灣、澳門等地的院校，了解當地院校硬件設備，並與

在學港生交流，進一步了解他們的學習生活，拓闊未來升學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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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中小學校本考察交流團

憑藉過往本社承辦教育局「同根同心」

計劃及舉辦交流團的經驗與成果，不

少學校及教師委託本社承辦各類校本

考察交流團。學友社繼續配合學校籌

辦校本交流團，按照對象、交流目

的、地點及學校需求等因素，量身制

訂行程及學習內容，本年度共承辦4

間學校及機構委託，合共有136名師

生參與。 

「現代中國」通識教育考察團

為配合高中通識教育科「現代中國」

課程，讓學生對當代中國的社會狀況

有更透徹的了解，田家炳基金會贊助

並邀請一批教育界人士編制了一條以

廣東省梅州市大埔縣為主線的考察路

線，由本社承辦組識「現代中國」通

識教育考察團。透過考察大埔縣的農

業、工業、旅遊業，及與內地中學生

交流，讓學生感受中國農村面對的困

境，並以個案探討的形式探索中國農

村現代化的出路。本社於2014年11

月至2015年7月期間，為3所中學近

100名師生舉辦考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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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出版

優化升學及出路輔導刊物

本年度共出版5套升學及出路輔導刊物，包括中六放榜《出

路指南》、中六大學聯招選科《中六升學指南》、中三至中五

《高中選科及升學指南》、《大中華升學指南》，以及承辦教

育局《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指南》，總發行

量逾三十萬本，每套指南的學校訂閱率逾八成。因應今年

政府推出「SSSDP 資助計劃」及推廣「生涯規劃教育」，本

社於年內各指南均增加相應內容，以提供最適時詳實的資

訊。

根據本社2014年10月的「出路指南2014老師意見調查」，

成功收回133份有效問卷中，整體評價有54% 受訪老師表

示非常滿意，44% 表示滿意，書刊整體滿意率達98%。

2014至2015年度出版項目總覽

項目名稱 出版日期 對象 / 發行數量 內　　容

全社宣傳品

年報（2013-2014） 2015年2月

全體基本社員、
顧問，

友好團體
及大學圖書館

七百本

載錄上年度本社工作重點及財政
報告，讓社會各界及社員更了解
本社的服務與現況。

學友社簡介單張 2015年3月
友好團體、公眾人士

一千五百張 學友社簡介及服務範疇。

服務及活動概覽
（2015-2016） 2015年7月

全港中小學、
青年機構
三千本

為本社全年度活動宣傳便覽，具
體介紹來年度的活動及服務。

《學友通訊》電子通訊 每月出版

永久社員、
基本社員、
普通社員、

活動參加者及職員

介紹社內重大活動、主要服務，
讓社員及公眾對本社作更深入的
認識。

全新 Student.hk 啟用

隨出版輔導刊物，本社亦致力優化網上升學及出路資訊，

以 提 供 最 新 及 最 準 確 資 訊，協 助 學 生 及 早 規 劃 未 來 出

路。由此，本社本年度推出革新版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Student.hk，重整內容架構，涵蓋升學、就業、生涯規劃、

個人成長及通識教育、新增教育新聞、專題策劃等，以讓

使用者「一站能知學界大小事」。

全新 Student.hk 啟用全新 Student.hk 啟用

　　學 友 社 升 學 輔 導 刊 物 始 於 1983 年 出 版 的《出 路 指
南》，為面臨放榜的學生提供升學及就業資訊，減低放榜
前後的不安感。隨著學制改革及學生輔導需求上升，本社
積極開拓各種輔導刊物，並推出革新版一站式學生資訊網
站 Student.hk，多方位滿足學生不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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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出版日期 對象 / 發行數量 內　　容

 升學及出路輔導 

中六升學指南 2014年11月
中六學生

七萬五千本
（免費派發）

大學聯招選科策略、聯招院校巡
禮、聯招課程一覽表、非聯招升
學途徑、留學漫遊、應試備戰錦
囊等。

教育局《內地部分高
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

計劃指南
(2015/16學年）》

2014年11月
約一萬本

（為「內地高等教育
展2014」場刊）

內地升學概況、免試招生計劃簡
介、校園生活，以及參與高校介
紹及收生詳情。

大中華升學指南 2015年2月
高中學生
五萬本

（免費派發）

內地、臺灣及澳門的升學資訊，
包括升學途徑、學校列表、入學
申請程序、近年趨勢等。

高中選科及升學指南 2015年3月
中三至中五學生

六萬八千本
（免費派發）

高中學制簡介；高中選科策略；
科目介紹；大學基本入學要求、
各科額外要求及相關科目銜接；
應用學習機構課程一覽；適合中
三至中五離校生之其他升學出路。

出路指南 2015年7月

中六學生
九萬八千套

（一書兩冊，
免費派發）

文憑試放榜準備、最新大學入學
形勢、大學聯招改選策略、聯招
以外升學途徑、海外升學、重讀
資訊、生涯規劃特輯、就業資訊
等。

2014至2015年度出版項目總覽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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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出版日期 對象 / 發行數量 內　　容

網上媒體

hyc.org.hk
機構網站 全天候開放 公眾人士、學生、

 老師及家長

建立學友社整體形象，載有本社
宗旨使命、區部介紹、服務及活
動資訊。

Student.hk
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全天候開放 公眾人士、學生、

老師及家長

革新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內容
由原來以升學就業資訊為主，擴
展 至 涵 蓋 升 學、就 業、生 涯 規
劃、個 人 成 長 及 通 識 教 育 等 內
容，亦載有學友社各指南的電子
版供免費下載。每年約有一百萬
瀏覽人次。

Student.hk
－文憑試 Special 2015年7月

文憑試考生
以網站專輯形式刊載

專輯載有與文憑試有關的最新消
息、大學聯招重要日程、本社放
榜支援服務，以及各種升學就業
資訊。

學友社
Facebook 專頁 全天候運作 公眾人士、學生、

老師及家長

即 時 傳 達 學 友 社 服 務 及 活 動 資
訊，發布與學界息息相關的最新
資訊。

《文憑試 e 通訊》
電子報 每月兩期

高中學生、
教師及家長

逾二萬人訂閱

搜羅本地及海外最新升學資訊、
各院校招生活動及講座、各機構
升學講座及展覽、本社服務資訊
等。
瀏覽或訂閱： 
www.student.hk/enews/

電台節目

奮發時刻 DSE
 （與香港電台文教組

聯合製作）

逢星期二晚上
9時至10時，
香港電台第五
台、數碼35台

及 rthk.hk
同步播出

文憑試考生、
教師及家長

以文憑試為主題，每星期邀請不
同界別嘉賓、大專院校，因應文
憑試進程，協助學生面對應試、
升 學、就 業，出 路 及 輔 導 等 課
題，並邀請全港高中學校，分享
優質教學經驗。本年度新增「生涯
規劃系列－職業博覽」

2014至2015年度出版項目總覽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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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解學界所需，學友社不時就教育相關事宜進行問
題調查，並將所得數據作深入分析及提出建議，讓政府當
局及教育工作者掌握最新趨勢，適時調整政策及部署。

研究調查

調查報告可於學友社網站 www.hyc.org.hk 下載

「中六學生對內地及臺灣升學意向」調查報告

近年港生到內地及臺灣升學的人數有上升趨勢。為此，學友社於2015年1月期間，

以問卷調查形式成功訪問逾2,900名應屆中六生，了解中六生往內地及臺灣升學的意

向及認知，結果顯示近半受訪學生尚未完全掌握兩地升學資訊，亦有不少學生關注

畢業後的認受性。

此外，調查發現大部分學生認為自己尚未充分理解兩地升學資訊。當中分別逾七成

及六成學生認為不了解內地及臺灣升學的選科策略；約六成及五成學生不了解內地

及臺灣大學的報讀方法；亦有逾五成及逾四成學生表示不了解內地及臺灣大學的質

素及收生要求。

學友社建議，內地教育部門可考慮統整現時不同招生單位的報名途徑，令同學更掌

握報讀方法；而臺灣相關部門可提供更多實用資訊，如院校水平、入學條件及過往

收生成績等，讓學生更能掌握詳情。長遠而言，兩地透過與本港當局或專業團體簽

訂學歷及專業互認協議，應能逐步釋除學生在認受性方面的顧慮。

「文憑試考生壓力」調查報告

學友社於2015年1月期間，以問卷形式訪問逾2,900名應屆文憑試考生，了解考生

面對文憑試的困難及壓力。調查結果顯示，考生的各項壓力指數均較以往下降。

調查結果顯示，同學認為文憑試給予他們的壓力平均分為6.83分，以10分為最高，

情況較去年有明顯改善，但仍屬於偏高。而當中約12% 的同學稱文憑試給予他們的

壓力為10分（表示壓力大得不能承受），較去年減少近8%。

學友社建議同學及家長應對成績抱有合理的期望，亦不應視升讀大學為唯一的升學

出路，宜多留意聯招以外的升學選擇作多手準備。此外，學友社認為學生及家長在升

學輔導方面的認知普遍較以往提升，建議學校、輔導機構及社會各界能攜手合作，

協助中學生進一步實行長遠生涯規劃。

「文憑試考生對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的認知」調查報告

因應教育局於年內推出全新的「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由2015

至16年度起，資助三屆每屆最多一千名學生修讀指定的自資學士課程。學友社於

2015年1月，以問卷形式成功訪問逾2,900應屆文憑試考生，了解考生對資助計劃

的認知及意欲。

調查結果顯示，有62% 受訪考生表示清晰知道資助計劃內的學科及課程；54% 認為

計劃涵蓋足夠的行業學科；55% 及58% 的同學分別對課程的學歷認受性及專業認受

性表示有信心。同時，51% 受訪考生表示並不清楚資助計劃內各課程的資助金額。

學友社建議，教育局在推行資助計劃的同時，亦可加強非主流行業範疇的宣傳，讓

同學更掌握各行各業的發展前景。同學亦需要突破傳統思維，認識職業發展的多元

性，拓闊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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